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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头条）对我们

提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推

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发展

平衡性和协调性、 加强党

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方面

工作要求， 充分体现了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

广东人民的亲切关怀，为

广东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

发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

将深刻铭记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东的殷殷嘱托，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统领广东一切

工作，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

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以新

担当新作为把改革开放不

断推向深入。

(许颖敏)

图

片

新

闻

近日， 四航局三公司承建的重庆港涪陵港区白

涛作业区大石溪码头一期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该工程位于涪陵区白涛街道，乌江右岸，距河口

航道里程 20.6 至 21.5 公里处。大石溪码头是涪陵区

城市建设年“3151” 十个重大专项港口码头建设工

程，投用后将解决涪陵白涛园区货物进出，以及乌江

沿线固危化品进出问题。 （文 海）

本报讯 近日，四航局

自主研发的“泡沫轻质土

用射流发泡装置集成”、

“一种竖井高程传递装

置”、“一种钢管桩施工快

速装拆装置”和“一种现浇

砼板反吊装置” 获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泡沫轻质土用射流发

泡装置集成” 是将一定量

的泡沫轻质土用的泡沫

剂， 利用射流产生的负压

吸入到水射器中， 并在水

射器的扩散管处充分自动

混合形成泡沫剂水溶液，

然后再加压进入到第二级

的水射器当中， 利用射流

形成的湍流、对流、涡流，

使得泡沫剂水溶液和空气

充分混合、 细化形成优质

细腻的稳定泡沫。 该新型

装置结构简单轻便， 可以

灵活组装， 多套设备并联

使用， 具有多倍增加泡沫

的生产能力。

“一种竖井高程传递装

置”包括测距仪、用于调平

的基座和用于调节测距仪

倾斜角度的结构， 测距仪

通过角度调节结构固设于

基座上，解决了常规悬挂钢

尺传递高程法作业过程复

杂、改正计算繁琐、精度低

的缺点。该新型竖井高程传

递装置可有效简化高程传

递作业过程，减小外业工作

量和内业改正计算量，同时

提高其测量精度。

“一种钢管桩施工快速

装拆装置”改变了钢管桩施

工拆卸扣的方式，解决了安

全隐患大、时间长、操作复

杂、 施工功效低等缺点，装

拆过程方便快捷、 安全可

靠、设备投入少、能够最大

限度减少施工人员作业量。

“一种现浇砼板反吊装

置”是由反吊机构、悬吊机

构和浇筑模板等组成的新

型反吊装置，解决了码头或

房屋现浇梁板施工时，采用

搭设落地支架的施工方法

或普通反吊型钢的施工方

法对现浇梁板面层施工作

业造成阻碍，不利于面层施

工质量控制的缺点。该新型

专利具有无需对地基进行

处理，钢材用量少、施工干

扰小、安全可靠、安拆方便

等优点。 （顾维广）

四航局四项科研成果

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项目员工正通过 VR 学习安全知识

厦门地铁 2号线项目

本报讯 10 月 30 日，

四航局参建的厦门地铁 2

号线东孚站车站主体结构

顺利完成封顶。

东孚站位于东孚大道

与天竺山路交叉口，其中，

东孚站小里程接天竺山

站，大里程接马銮北站，为

地下二层岛式站台车站，

双柱三跨框架结构， 车站

总长 207.55 米， 标准段基

坑宽度 20.7 米 ， 深度约

16.7 米， 顶板覆土约 3.3

米。

施工期间，项目部积极

主动创造施工条件，在确保

安全质量的前提下，顺利完

成了东孚站车站主体结构

封顶，为后续施工推进创造

了良好条件。 （念其彬）

东孚站主体结构封顶

责任编辑：杨 昆

“听说工地下周就有安

全体验馆了。 ”

“真的假的？地坪都没见

打，从天上掉下来吗？ ”

没错， 四航局承建的中

国交建新疆乌尉公路包 PPP

项目 SRTJ-02 标段的安全

体验馆还真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

8 月， 一个安全体验馆

由两台汽车吊的高大臂膀吊

起，然后稳稳落地。乌尉项目

安全培训的“移动时代”由此

正式开启。

SRTJ-02 标段全线共

长近 100 公里， 除三个工段

营区之外，还有数个施工点。

关于安全体验馆如何修建、

在哪里修建、 设置什么体验

内容、 后期如何处理等一系

列内容曾在项目部引起了不

小的争论。“如果在各个工段

分别建一个体验馆既费时费

力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只

在一个工段建又不能照顾到

其他工段。 经过一番讨论和

考察， 项目部最后决定搞一

个高科技、 可移动的安全体

验馆，可以借助车辆行走，哪

里需要就搬到哪里。”安全总

监聂四生说到。

新的安全体验馆占地仅

20 平方米，可随时随地在项

目线路上“行走”。 别看它面

积不大， 却几乎能体验到项

目部所有可能遇到的安全事

故，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 而且借助最新科技，项

目部独创“5D 体验 + 视频

培训 + 现场考试”三合一的

安全培训模式， 这在整个乌

尉项目可是首创。

9 月初， 满堂支架班培

训体验之后， 班长任晓心里

久久不能平静。高空坠落、脚

手架坍塌的景象在眼前一幕

幕闪现，“跌落瞬间的失重感

跟真的一模一样， 事故太吓

人了。 以后必须严格按照安

全规定作业。”他在微信上给

妻子说道。

“安全培训的效果一直

让项目部挠头， 部分施工员

安全意识不高， 安全知识缺

乏， 培训时不注意听的人也

不少。 由于培训后组织考试

的可操作性不高， 导致很多

施工员虽然参加了培训，但

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但

现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

安全部长李必发介绍说。

原来， 安全体验馆内配

备了 VR·5D 技术， 可同时

容纳 11 个人进行 VR 体验

和培训， 正好可以满足一个

班组的培训需要。 坐在蛋壳

椅上， 员工就能亲身体验高

度模拟后的安全事故和隐患

场景， 事故发生时的一幕幕

惊险瞬间让大家禁不住高声

尖叫。

高科技、 新方法、 真体

验， 体验馆不但激起了大家

的学习动力， 增强了大家的

投入度， 事故模拟体验对员

工产生的心里震慑也尤其巨

大。在 VR 的体验中，更加入

了现场事故分析： 从隐患源

头开始， 一步步分析事故隐

患的各个环节， 进而分析如

何避免事故发生。 用这种方

式帮助施工员从细节做起，

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阶

段。

“跟往常完全不一样的

培训体验。 ”“安全要点非常

系统和齐全。 ”“很容易记

住。 ”安全体验馆之旅后，大

家纷纷为此点赞。 体验结束

后， 项目部还特别准备了一

件法宝———多媒体安全培训

工具箱， 帮助员工进一步深

化巩固安全知识。

这个多媒体安全培训工

具箱也是一个“新操作”。 它

的培训系统具有使用身份证

快速识别建档、 多媒体课件

播放、无线答题器考试做答、

自动化阅卷评分、 培训结果

评估五大亮点功能。“它会给

每个接受培训的施工员建立

培训档案， 包括施工员的培

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后的

考试成绩。 不但让施工员在

培训过程中因承受考核压力

而认真学习， 还能很好地掌

握每个施工员对于安全知识

的学习情况， 有效避免安全

培训流于形式的现象。”聂四

生介绍道。

现在， 项目部可随时随

地通过安全体验馆直接开展

安全事故体验、 安全培训，

“体验 + 培训 + 考试” 三合

一的培训模式， 使培训的便

利性、 可操作性和培训效果

都大大提升。

“我们也很想学习安全

知识，但往常干巴巴的文字，

至多加几个图片的培训模式

太枯燥啦。现在的 VR 体验、

视频培训，生动形象、活泼有

趣，代入感很强。 一进工地，

培训的画面就在脑海中闪

起。 培训最后的考试虽然给

我们不小的压力， 但真正让

我们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

收获满满。 项目部的安全工

作让大家非常感动！”工人王

勇高兴地说道。

现在，SRTJ-02 标段快

速推进， 项目部的安全生产

工作也三次获得了总经理部

的“绿牌”奖励。 安全体验馆

“移动时代”的开启，让这个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的

公路项目系上了“安全带”。

（何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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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1992 年，为解

决珠江隧道沉管基础施工难

题，成功开发了“砂流法”施

工工艺， 该工程成为公路市

政工程“扛鼎”之作，获 1999

年度“中国市政工程金杯

奖”。依托澳门国际机场人工

岛工程， 用综合软土地基处

理技术， 成功地控制了建造

在海洋超软土地基上的机场

跑道、滑行道的沉降，其建设

成套技术获 2001 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近十年来， 公司通过不

断加大科技投入及整合科研

资源， 技术创新能力日益增

强，依托国内外重点、难点工

程开展科技攻关成效显著，

科技支撑和引领企业发展的

作用不断凸显。公司 2012 年

完成的中国交建特大型科研

项目“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

工程设计、 施工及耐久性关

键技术研究” 有效支持了集

团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的经

营生产。 2016 年，公司开展

的“水下 DCM 软基处理成

套施工技术研究及应用”课

题， 完成国内首艘自主研发

设计的 DCM 船的建造并投

入施工， 服务香港机场第三

跑道扩建项目施工生产。

2017 年完成的“深圳至中山

跨江通道钢壳沉管自密实混

凝土配制及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科研项目，解决了钢壳混

凝土沉管隧道预制施工的关

键技术问题， 有力支撑了深

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初步设

计方案的选择， 为公司前期

经营工作找准了切入点。

持续提升科技研发能

力，科技成果丰硕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四

航科技人筚路蓝缕， 以启山

林。公司从水运工程起步，到

上世纪 70 年代涉足公路工

程、本世纪初承接铁路工程，

近年从传统工程承包商向

“五商”转变，逐渐形成多元

化发展的格局， 技术创新和

工程建设屡获殊荣， 从传统

的水工核心技术领域不断拓

展， 目前已拥有具有国内先

进水平的公路、铁路、桥隧施

工成套技术， 拥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港口码头、防波堤、沉

管隧道施工成套技术及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性能混凝

土耐久性与防腐蚀技术、软

弱地基处理技术等， 形成了

具有四航特色的交通工程建

设技术体系。 以高性能混凝

土耐久性技术为例， 从上世

纪 70 年代减水剂研发发端，

到 80 年代的脱模剂、牺牲阳

极阴极保护、 混凝土控温装

置的研究及湛江暴露实验站

的建设，再到 90 年代混凝土

块体渗裂控制技术、 大掺量

粉煤灰高性能混凝土的研

发，直至 2011 年，“提高海工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寿命成套

技术及推广应用” 成果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几代四

航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终

获回报。

“建筑材料重点实验

室”、“水工构造物耐久性技

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港口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中交交通基础工程

环保与安全重点实验室”等

一系列科研平台的取得，正

是公司多年来重视科技进

步， 加强科研与技术管理工

作的成果。 这些技术创新平

台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

大量基础性、前瞻性、重大关

键技术类的研究成果， 支撑

了许多重大工程建设、 解决

了一系列工程关键技术难

题。

截至 2017 年，公司获得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4 项，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 170 多项

（含中国交建）；主编行业、企

业标准 22 项， 参编国家、行

业标准 47 项；获得国家级工

法 14 项， 省部级工法 110

项；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20

项，实用新型专利近 180 项。

2011 年至 2016 年连续 6 年

获得中施企协科技奖技术创

新先进企业。 这些成果的取

得为公司取得特级资质、成

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开

创科技工作新局面

公司始终将人才资源开

发放在科技创新优先位置。

改革开放伊始， 公司把落实

知识分子政策列入党委的重

要议事日程， 成立了落实知

识分子政策办公室；1979 年

建立了职称评审制度，1989

年建立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1996 年制订“515”人才培养

工程， 为改善公司人才队伍

专业结构， 提高技术业务水

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8 年

以后，公司先后制订了《各专

业关键岗位人才建设方案》、

《主营业务核心人才及梯队

建设管理办法》，开辟了适应

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的“H”型

通道。此外，为了加强后备技

术人才的培养， 公司在上世

纪末开始建设技术梯队；并

于 2008 年开始建立技术专

家库， 至今已开展四届技术

专家评选， 初步形成了技术

人才激励机制， 提升了企业

的技术水平与攻关能力。

四十年来， 公司培养一

批高级人才，为行业、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添砖加瓦， 目前

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技术

专家共 14 名，荣获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领军人才 1 名，

全国水运工程建造大师 1

名，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 1 名， 交通青年科技英

才 1 名。 （吴瑞大 应宗权）



赵国臻：化不可能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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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岛是全球最大的沉

管预制厂， 在我初识预制厂

时，就被它预制新工艺、新设

备所深深吸引， 这里的一切

都让我大开眼界。 经过后续

的了解与学习， 我发现其中

的故事更是令人震惊。 八万

吨沉管顶推从最初用时一个

月到最后仅需短短三天时

间；100 多吨混凝土配比试

验造就混凝土无裂缝的“超

级配方”；施工环境从脏乱差

到一尘不染的标准化……

还记得流动设备“一尘

不染”的目标刚提出时，我作

为流动设备的负责人也有着

“工地没有一尘不染的设备”

思想，怀疑、不相信，但是整

个团队从统一思想确立目标

开始， 到创造环境并改变环

境， 再到落实具体责任；从

“巴掌原理”到树立目标和榜

样， 再到和设备建立深厚感

情，并一直坚持，让不可能变

成了可能。

港珠澳大桥已经正式通

车，我的感动之情、幸福之情

和骄傲之情难以言表。 在它

成功的背后， 有着“牛头岛

人” 在这里两千多个日日夜

夜的坚守。 7 年来，这里有着

不畏困难艰险的“初生牛”、

敢于开拓创新的“拓荒牛”、

任劳任怨、坚持到底的“老黄

牛”、 认准真理而不退让的

“犟牛”， 他们的不懈奋斗很

好地诠释了牛头岛精神。

牛头岛一直都在变化，

不变的是牛头岛人的思想和

精神。 如今深中通道工程正

大干，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

陈聪：我的岛隧七年

港珠澳大桥的辉煌来之不易！ 2009 年工程动工，数万名建设者苦战 9 年，不知历经多少荆棘风雨，不知饱尝多少

酸甜苦辣，此刻，皆化为笑颜永远定格在中国的历史上。 让我们走近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建设者，一起倾听他们的心声。

时间过得很快， 港珠

澳大桥已经通车了！ 现在

仍清晰记得，2011 年 2 月

27 日，我马不停蹄地经过

海陆空交通， 从上海抵达

珠海牛头岛， 开始了我的

港珠澳大桥岛隧之旅。

初来乍到，碰上赶工，

一进办公楼大厅， 每人一

个格子桌， 图纸堆得如山

高， 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

交。 后来项目引进了 OA

系统，无纸化办公，简化流

程，提高效率，让每一位员

工， 都能及时看到和了解

最新图纸和文件。 预制厂

临建施工工期紧， 大家更

多关注地是施工进度，整

个预制厂仍个大工地，为

了建设一个整洁干净的现

代化工厂，我们多方学习，

项目部邀请外面专家对工

区员工、 班组长进行“6S”

管理培训， 并组织骨干参

观现代化施工现场， 学习

他们的标准化管理模式。

从“人改变环境”开

始， 项目团队从烟头治理

抓起，一步一个脚印，每天

进步一点点；到追求“一尘

不染”的极致，从沉管的顶

推轨道清理开始， 向其他

设备设施延伸覆盖； 最后

到“环境改变人”，每一个

人都变得主动了， 大家都

是预制厂的主人， 这就是

成果。

近七年岛隧工作生

活，没有“七年之痒”，没有

对过去 2000 多个日夜辛

酸的感慨， 更多的是对项

目管理的思考和总结，继

续努力，追求更大进步。如

今新的征程已经开启，我

们仍需不忘初心， 朝着又

好又快建设深中通道的目

标继续前进！

！！！！！！！！！！！！！！！！！！！！！！！！！！！！！！！！！！！！！！！！！！！"

！
！
！

"

！！！！！！！！！！！！！！！！！！！！！！！！！！！！！！！！！！！！！！！！！！！"

！
！
！

"

致 敬 港 珠 澳 大 桥 建 设 者 ！

2016 年底， 刚来到澳门

口岸时，这里还是一片黄沙。

四航局一公司承建的澳

门口岸市政及外围标段是所

有标段中施工任务量最大、

涉及专业最多的标段， 我很

清楚项目面临的挑战， 也感

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因此，

在进场前， 我就带领团队充

分进行谋划、全盘考虑，不断

深化设计图纸并落实材料报

备、报审工作，为项目的顺利

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工期紧、任务重，团

队顶着巨大的施工压力。 我

经常跟他们说：“为了这个项

目， 我们所有人必须拧成一

股绳，大家放手干，我给大家

做后盾。 ”后来，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 项目团队仅用了

371 天便完成了任务，年人均

产值超两千万元，完成了 20

多亿澳元的合同额。我知道，

骄人成绩的背后， 是团队每

一位员工的辛勤付出。

2017 年 8 月， 台风“天

鸽”过后，项目部几个营地被

风吹倒了， 由于活动板房夹

板中含有石棉纤维， 好几个

同事搬完后浑身痒， 严重的

甚至讲不出话来， 但就在这

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后退，

我深深地为大家的拼搏精神

感动， 同时也为自己能够带

领这样的团队而自豪。

三年工期，一年完成！ 我

们团队将“不可能”变为“现

实”，创造了澳门媒体称赞的

“一年建筑奇迹”。 作为项目

经理， 我曾穿梭于凌晨 2 点

的施工现场， 曾目睹因为天

气闷热， 而导致皮肤溃烂的

年轻员工， 也曾与所有始终

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们挥洒

汗水，因此，我早已与这个项

目融为一体。 竣工那一刻，我

为我的团队， 为四航建设者

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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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华：重任在肩不辱使命

2016 年 10 月 31 日，我

被派到澳门口岸筹备组进行

项目前期筹备工作， 收到通

知的当天下午， 我就带着电

脑赶到筹备组报到。

四航局承建的澳门口岸

市政及外围标段是所有标段

中最复杂的。 整个标段涵盖

市政道路、桥梁、隧道、钢结

构、房建及机电工程，而四航

局一公司作为传统的路桥隧

道建设企业， 在房建及机电

工程领域还较为陌生， 施工

经验有限。作为项目副经理，

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更重，但

同时也更加坚定： 一定要把

项目做好！

房建项目的设计图纸相

对粗糙， 我们团队必须根据

所选的物料和施工工艺对图

纸进行优化， 同时对土建结

构、砌体结构、装饰物件及机

电点位进行精准定位， 进而

保证房建功能及美观度均能

满足各方要求。 由于项目工

期紧张， 我和团队成员除了

要兼顾现场施工， 还要进行

图纸优化。 在团队成员的共

同努力下， 我们在四个标段

中率先完成了房建装修图纸

深化审批工作， 为后续现场

施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物料报审推进的好坏直

接影响现场施工进度及后期

完工交验，项目刚进场时，我

就立马组织人员开展物料报

审工作， 同时与设计进行沟

通， 将部分不适用的短名单

品牌进行更换， 最终节省了

不少的时间。

贺朝阳：责任的力量

港珠澳大桥犹如一条

巨龙跃然于汪洋大海之

上， 得知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大桥通车仪式的消息，

作为一名参建者， 我的自

豪感油然而生。 来牛头岛

已有近 10 个年头，见证了

这座孤岛从荒无人烟到完

成大桥沉管预制的全过

程。时间若白驹过隙，忽然

而已。

还记得来牛头岛时是

一个寒冷的冬季， 海风特

别大，窜到人的骨头中，骨

头都会有阵阵刺痛。 在建

设初期，因为孤岛的环境，

工作忙碌且繁杂， 人员交

通、食宿到生产材料、机械

设备的运输，还有电力、通

讯网络的搭建等， 样样都

需要做好保障。 那时白天

忙着组建后勤队伍， 解决

生活区和办公区的各项事

宜，晚上整理各类文件。几

乎是 24 小时连轴转，但没

人喊辛苦， 只想赶快解决

这些问题， 为奋战在一线

的同事做好坚强后盾。 五

个月后， 基础设施搭建完

成，大家简直不敢相信，我

们可以如此迅速。 后来项

目部“6S”标准化管理、“一

尘不染”、劳动竞赛等一系

列举措应运而生， 都需要

后勤保障跟上， 在这里我

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责任所

赋予我的力量。

后勤工作的开展需要

在施工区、生活区、办公区

到处走走， 尽己所能解决

大家的一些问题， 大家都

称我为“牛头岛岛主”。 现

如今我依旧在牛头岛上，

前方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建

设深中通道， 而后方的我

会做好后勤这项无形工

程，服务好每一位员工。

刘胜权：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

来澳门口岸项目部之

前， 我已经在施工现场摸爬

滚打了 25 年，比很多新员工

的年龄都大。 但面对新挑战，

我仍像刚走出校园的小伙

子， 保持最初的那份热情和

干劲。

澳门口岸项目工期紧，

任务重， 各专业交叉施工严

重， 因此必须确保各项工程

施工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

2017 年 3 月初的第一次周例

会上，综合以往的施工经验，

我提出了“前期见缝插针，后

期全力铺开的”施工思路。 随

即带领技术员利用无人机等

工具，拍摄现场图，发掘可施

工的作业点，组织资源投入。

通过无人机拍摄的航拍图，

可以迅速发现施工组织中存

在的问题， 哪个单体楼没有

开工， 哪些桥桩没有进场桩

机都一清二楚。

从 2017 年 6 月初开始，

其余标段的三大单体楼开始

陆续向四航局标段移交场

地， 但交地工作的开展并没

有那么顺利。 有些单位因为

一些原因并不能按期交地，

为了维护公司利益， 保证标

段施工顺利完成， 在交地问

题上我们始终坚持据理力

争，保证每块土地顺利回归。

工作之余， 我经常跟项

目部的年轻人说要“活到老，

学到老，时刻有危机感”。 但

由于项目一直在赶工， 大部

分同事都很忙。 有一次工程

部小刘向我诉苦，“每天六点

多起床，晚上八九点才下班，

哪有时间学习啊。 ”我就跟他

说：“工作中也可以学习，不

要机械地去执行任务， 而是

要善于总结， 善于发现问

题。 ”我认为，只有永远保持

一颗善于学习的心， 才能在

工作中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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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横琴岛新校区

科技创新新动向十年来科技工作硕果累累

科技创新十载求索 凝心聚力共谱华章

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 一个企业

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就能创造和开拓新产业，以核心

自主知识产权引领企业发展。科技创新之路漫漫，四航局刻

苦攻坚十载，站在长远发展的高度，积极推动科技工作。

2009 年 8 月，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四

航局召开了科技工作大会，董事长、党委书记梁卓仁作了题

为《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大力提高我公司科技创

新能力》 的讲话， 吹响了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号

角； 2010 年四航局成立技术研发中心， 着重加强工艺技术

研发，协调工程公司与研究院、港湾院的研究课题衔接并做

好组织管理工作，同年发布了《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11~2020）》，标志着四航局科技开发有了明确的方向，

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十二五”技术创新与科技开发的优

先课题与实施措施， 对指导工程公司依托工程项目展开技

术研发起到积极的作用；2016 年四航局颁布了《“十三五”

科技发展规划》，以继续指导企业科技进步，推动企业创新

发展，提升四航局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

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入基础研发工作，为生产、经营

提前介入项目及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凝心聚力谱写了四航局十年科技

创新的华章。

目前，四航局已联合中国港湾承建了“中国交建南亚

区域研发中心”和“中国交建西非区域研发中心”。并将继

续加强校企合作，通过与大学、科研机构联合开发。 并根

据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的变化，在科技发展规划、科技资源

整合、安全质量管理、市场开拓、国际化经营、提质增效、

风险管控等经营生产管理方面开展科技创新工作。

为支持战略发展、适当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四航局

对科技资源进行整合， 对研发中心与研究院科研和技术

服务业务板块重组合并，组建新的研究院（研发中心）。通

过机构重组有效发挥科技人员的技术力量， 充分调动科

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以四航局与中山大学的“校企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

为基础，加强南方海洋广东省实验室、广东省海岸与岛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海近岸与海洋的野外观测基地等

科研平台的建设， 共同组织申报广东省热带海洋腐蚀与

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海岸与岛

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 联合策划申报海工腐蚀防

护、海洋高性能混凝土、海洋材料与智能装备等方向国家

重点科技研发计划和自然科技基金项目， 推进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建设，开展人才输送和培养方面的合作。

依靠科技信息资源平台建设，在施工策划、施工方案

等环节寻找成果转化的工程项目， 推动公司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

以基础科技研发项目管理平台为基础，对科研管理、

成果共享和科技平台三方面的管理流程和信息内容，开

发出可同时适应基础科技研发项目和工艺研发项目需求

的信息管理模板，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科技信息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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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 四航局不断完

善技术创新体系， 先后发布

和修订了基础科技研发项目

管理办法、 自主研发项目管

理办法、技术创新考核办法，

科技平台建设管理办法等近

20 项规章制度，建立了较完

善的技术创新工作体系。 其

中先后发布的三版技术创新

考核办法， 对引导子分公司

开展技术工作起到了关键作

用。 该办法在 2010 年制订，

2013 年及 2017 年根据四航

局内外对科技创新工作提出

的要求作出修订， 通过调整

各项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

引导子分公司实现从注重科

技成果积累到提高科技成果

质量的转变， 对推动包括技

术进步、 对主业支持及在行

业内影响力三大科技创新指

标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2007 年，四航局“水工

构造物耐久性技术交通行业

重点实验室”获得交通部（现

交通运输部）认定，并逐步确

立了恶劣侵蚀环境下混凝土

结构耐久性理论及应用、结

构建造品质保障及防腐蚀技

术等研究方向。 2009 年，四

航局获批组建广东省港口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奠定

了四航局在广东省“港口工

程技术研发” 领域的领先地

位。 2010 年，研究院获批设

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主要

研究方向为工程耐久性与寿

命预测， 交通重大设施结构

模拟仿真计算、 复杂条件下

软基处理技术等。 2011 年，

获批建设中交交通基础工程

环保与安全重点实验室，主

要研究方向为环保型陆域形

成与地基处理技术研究、复

杂水土环境下基础工程关键

技术及安全保障研究、 公路

及港口基础工程安全监控、

评估及对策研究及地下结构

与空间开发环境影响与岩土

技术对策研究等。 各类技术

创新平台在各自的研究领域

取得了大量基础性、前瞻性、

重大关键技术类的研究成

果。 2017 年，四航局通过了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

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多年科技开发和技

术积累， 四航局拥有大型港

口、水工建筑物、桥梁、隧道、

公路及铁路等工程建设成套

关键技术， 其中外海大型深

水码头、深水防波堤、沉管隧

道施工技术、大型船闸、高性

能混凝土耐久性与防腐蚀技

术、超软弱地基处理、港口工

程新材料开发与应用技术等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上述核心技术在工程中

得到应用， 近十年地基处理

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发展，掌

握了真空预压、 堆载预压加

固地基施工， 地基及基础工

程应用， 基坑及隧道工程设

计、施工、监测，各类地基基

础加固处理技术等， 先后在

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人工岛

填海工程、 中交港湾大厦基

坑支护工程等近 20 项重点

项目中得到应用， 并取得良

好效果。

近十年来四航局通过不

断加大科技投入及整合科研

资源， 技术创新能力日益增

强，依托港珠澳大桥、深中通

道、 槟城二桥、 科伦坡海港

城、 香港机场第三跑道等国

内外重点、 难点工程开展科

技攻关， 科技支撑和引领企

业发展作用不断凸显。 早于

2005 年四航局就介入港珠

澳大桥前期科研工作， 承担

中国交建 2008 年特大型科

研项目———港珠澳大桥沉管

隧道工程设计、 施工及耐久

性关键技术研究，2010 年作

为主要完成单位参与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科研项目———港

珠澳大桥跨海集群工程建设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中关于

管节沉放、沉管深埋、混凝土

耐久性、深基坑防护等研究，

这些科研成果有力支撑了项

目投标及后续的项目实施。

公司近年承建的巴基斯坦瓜

达尔港口项目一期工程码头

工程、 埃及塞得东港集装箱

码头二期水工工程、 马来西

亚槟城第二跨海大桥、 斯里

兰卡汉班托塔一期工程等海

外项目， 积极依托工程难点

开展科研攻关， 技术创新和

工程建设得到各界肯定，均

获得国家工程建设奖项，国

家级工法、 省部级科学技术

奖、 专利等科技成果为同类

工程提供了较好的示范作

用， 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

及经济效益。

多次获奖的马来西亚槟城第二跨海大桥工程

汉班托塔港一期工程


	921-1
	921-2彩色
	921-3彩色
	921-4

